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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代銷契約備查法令與實務



委託代銷契約備查法令變更

修正前
• 經營代銷業務者，對於起造人或建
築業委託代銷之案件，應於委託代
銷契約屆滿或終止三十日內，向主
管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修正後
• 經營代銷業務，受起造人或建築業
委託代銷預售屋者，應於簽訂、變
更或終止委託代銷契約之日起三十
日內，將委託代銷契約相關書件報
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並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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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1第2項

修正前(原第6條)
• 經紀業經營代銷業務者，受起造人
或建築業委託代銷並簽訂委託代銷
契約後三十日內，應檢附委託代銷
契約相關書件，向代銷經紀業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備查；異動或終止委託代銷契約時，
亦同。

修正後
• 經紀業經營代銷業務，受起造人或
建築業委託代銷預售屋者，應於簽
訂、變更或終止委託代銷契約之日
起三十日內，檢附委託代銷契約相
關書件，向代銷經紀業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備查。

辦法第8條第1項

• 違反第二十四條之㇐第二項
規定，未依限將委託代銷契
約相關書件報備查，或違反
第二十四條之ㄧ第六項規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或
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
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 經紀業經依前項第㇐款、第
三款至第六款處罰鍰者主管
機關並應令其限期改正；屆
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條例第29條第1項第3款
及第2項增訂罰責



委託代銷契約備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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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 不動產代
銷業者

備查時間

• 簽訂、變
更、終止
委託代銷
契約之日
起30日
內

受理機關

• 代銷業所
在直轄市、
縣(市)政
府地政局
(處)

備查方式

• 以工商憑
證線上申
請為主，
紙本申請
為輔

違規裁處

• 3-15萬
元，並限
期改正
屆期未改
正，按次
處罰

•備查申請書

•委託代銷契約影本（節本）

•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建造執照影本（尚無，可免附）

•營業保證金繳存證明（同時備查非
常態處所者）

•經紀人員名冊（同時備查非常態處
所者）

應附文件

•不動產經紀業線上申請網址（點選4.不動產經紀業變更備查申請）
https://resim.land.moi.gov.tw/Pri_Online/index

•本線上申請作業使用「工商登記憑證」登入認證；如第㇐次使用申
辦作業或有登入上之問題，請參考：「IE流灠器環境設定說明」文
件。

•操作問題，請撥 ０４-２３３７-５２１７客服專線

線上
備查



委託代銷契約備查申請書填寫範例及注意事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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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司備查委託代銷契約於公司備查委託代銷契約
注意事項：
 請勾選常態營業處所，並填寫
公司名稱，以利系統將委託代
銷契約掛在公司。

 非常態營業處所之設立目的及
期間，免填。

 若先簽委託代銷契約，尚未取
得建造執照者，得免填該執照
日期及字號；俟取得建造執照
後，申請委託代銷契約變更／
建造執照（日期或字號）變更。

 設立非常態營業處所時，應同
申請委託代銷契約變更／委託
代銷之營業處所變更，將委託
契約改掛該非常態營業處所。



委託代銷契約備查申請書填寫範例及注意事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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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於非常態營業處所備查委託代銷契約直接於非常態營業處所備查委託代銷契約 注意事項：
 經紀業所在主管機關，應將轄
外之非常態營業處所設立及委
託代銷契約備查，移請管轄機
關辦理。（之前已於公司備查
代銷契約資料者，應予以遷出
-註銷，並提供該項資料）

 原已於公司備查代銷契約者，
應同時申請代銷契約變更／委
託代銷之營業處所變更。

 尚未取得建造執照者，得免填
該執照日期及字號；俟取得建
造執照後，申請委託代銷契約
變更／建造執照（日期或字號）
變更。

 應附營業保證金繳存證明及經
紀人員名冊；6億元以上者，
該處所應置1經紀人。



委託代銷契約備查申請書填寫範例及注意事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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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於公司備查委託代銷契約後，變更為非常態營業處所前於公司備查委託代銷契約後，變更為非常態營業處所

注意事項：
 轄外之非常態營業處所新設
立及委託代銷契約變更備查，
除登錄非常態營業處所外，
須同時完成委託代銷契約登
錄至該營業處所動作。



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法令

與實務



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法令變更

修正前
• 經營代銷業務者，對於起造人或建
築業委託代銷之案件，應於委託代
銷契約屆滿或終止三十日內，向主
管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修正後
• 經營代銷業務，受起造人或建築業
委託代銷預售屋者......；並應於簽
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
錄資訊。

10 2021年6月7日 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法令與實務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1第2項

修正前(原第9條)
• 經紀業經營代銷業務者，對於起造
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之案件，應於
委託代銷契約屆滿或終止三十日內，
填具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
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使用電子憑證以網際網路方式申
報登錄。

修正後
•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簽訂預售屋買
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填具不
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使用
電子憑證以網際網路方式申報登錄。
但委託經紀業代銷成交者，受託之
經紀業應依其規定申報登錄。

辦法第11條第1項

•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簽訂買賣
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
登錄資訊。但委託不動產經紀
業代銷者，不在此限。

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之
3第2項



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罰責變更

修正前
•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第1項第2款)

• 經紀業經依前項第㇐款、第二款或
第三款處罰並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
正者，應按次處罰。(第2項)

修正後
• 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或申報登錄價
格、交易面積資訊不實，按戶（棟）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二次仍未
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上㇐百萬元以下罰鍰。(第1項第2
款)

• 申報登錄租金、價格及面積以外資
訊不實，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 (第1項第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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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9條(不動產代銷業)

• 依第2項第2款規定，銷售預售
屋者，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或
申報登錄價格、交易面積資訊
不實之罰責，同不動產經紀業
管理條例第29條第1項第2款。

• 依第3項第2款規定，銷售預售
屋者，申報登錄租金、價格及
面積以外資訊不實，同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9條第1項
第６款。

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
2(增訂銷售預售屋者罰責)



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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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 第1順位：
不動產代
銷業者

• 第2順位：
銷售預售
屋者

查報時間

• 簽訂買賣
契約書之
日起30
日內

受理機關

•所在地直
轄市、縣
(市)政府
地政局
(處)或其
委任之地
政事務所

查報方式

• 以工商憑
證線上申
請為主
(B1)，紙
本申請為
輔(B2、
B3)

違規裁處

• 依情節輕
重有所不
同

• 按戶(棟)處3-15萬元+限改

• 經2次限改仍未改正，按次
且按戶棟處30-100萬元+
限改

未依限申報登錄資訊
或申報登錄價格、交
易面積資訊不實

• 先限改

• 屆期未改者，處6千-3萬元

價格及面積以外資訊
不實

• 於新的申報系統以新的申報書格式辦理

• 系統仍在開發建置，將於近期辦理教育訓練

線上
申報



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書範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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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欄位新增欄位

新增編號新增編號

新增
選項
新增
選項



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書範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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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填寫次
類別名稱
須填寫次
類別名稱

明定備註
事項
明定備註
事項



施行後不動產代銷業務之配套

措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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